
近年来，因涉及到舌尖上
的安全问题，餐饮企业实施明
厨亮灶一直是社会焦点。但相
关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
国已实施明厨亮灶的餐饮服务
单 位 只 占 持 证 总 数 的
27.52％。为何多数餐饮企业
不愿意实施明厨亮灶？

据新华社成都9月7日电
记者 董小红 陈聪 毛伟豪

北京市食药监局 8月下旬约谈
餐饮企业海底捞，限其一个月内完
成后厨可视化、信息化等全面整
改，明厨亮灶话题再次引起社会关
注。“新华视点”记者近日了解
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拟
研究出台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
进一步加强对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相关工作的指导。

据了解，2014 年，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部署开展明厨
亮灶工作，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实
施明厨亮灶的餐饮服务单位占持证
总数的 27.52％。为何多数餐饮企

业不愿意实施明厨亮灶？
在成都市大蓉和餐饮店，店门

口的一块电子显示屏非常醒目。显
示屏 24 小时实时直播该店后厨情
况，厨师炒菜、服务员端菜等过程
一清二楚。显示屏上还可以查询营
业执照、服务人员健康资质、食材
溯源等信息。

在北京西单一家商场的餐饮
区，记者看到，西贝莜面村、鼎泰
丰的后厨完全开放，消费者可以清
楚看到厨师、服务员的操作。

据记者了解，2014年 2月，食
药监总局部署各地在餐饮业开展明
厨亮灶工作；从 2015 年起，正式
在全国推广，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
通过采用透视明档 （透明玻璃窗或
玻璃幕墙）、视频显示、隔断矮
墙、开放式厨房或设置窗口等多种
形式，对餐饮食品加工过程进行公
示，将餐饮服务关键部位与环节置
于社会监督之下。

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各地已
实施明厨亮灶的餐饮服务单位达

90.26 万 户 ， 较 2015 年 同 期 增 长
115％，占持证餐饮服务单位总数
的27.52％。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不少餐馆
均在推进明厨亮灶，但部分餐饮单
位有自己的“小算盘”，落实的主
动性不够。

——后厨因不规范不敢公开。
成都市高新区桂溪食药监所监管员
卢明说，很多餐饮单位后厨很简
陋，卫生不达标，所以积极性不
高。

——不愿增加投入。实施明厨
亮灶需要投入资金购置、安装和维
护视频传输设备等，需要时间进行
厨房改造，部分餐饮服务单位不愿
意增加投入。

成都一家餐饮店负责人坦言，
日常监管都是抽查，一年就来几
次，没有必要为了应付检查花钱改
造厨房。

——缺乏强制措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
规定，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

工过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
信息。公开加工过程不属于强制性
规定。

食药监总局食监二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食药监总局出台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中均将餐饮服务提供者
公开加工过程作为倡导性行为，不
具有强制约束力。餐饮服务提供者
有一个适应接受的过程，通过已实
施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覆盖面有
望进一步扩大。

近期，一则山东网友跨省举报
一家江苏餐馆的消息引发关注。这
位网友通过“淮安透明食药监”网
络平台发现，位于江苏淮安的一家
全聚德加盟店后厨，画面中 3个身
穿厨师服的人疑似有不戴口罩、用
手拿东西吃、配餐期间玩手机等不
符合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的行为。

多地食药监部门表示，餐饮服
务单位一方面应自觉打开后厨，接
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应切实加强
后厨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七成持证餐饮企业尚未实施明厨亮灶

亮出“后厨”难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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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李亚红 王思北）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7 日印发《互联网群组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提出，互联网群组建
立者、管理者应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即“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
责”，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
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
发布。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互联网群组方便了群众工作生活，
但一些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
落实管理主体责任不力，部分群组
管理者职责缺失，造成淫秽色情、暴
力恐怖、谣言诈骗、传销赌博等违法
违规信息通过群组传播扩散，一些
不法分子还通过群组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

互联网群组指互联网用户通过
互联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

平台建立的，用于群体在线交流信
息的网络空间，如微信群、QQ 群、
微博群、贴吧群、陌陌群、支付宝群
聊等。

规定要求，互联网群组信息服
务提供者应落实信息内容安全管理
主体责任，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
的专业人员和技术能力，建立健全
用户注册、信息审核、应急处置、安
全防护等管理制度。

规定强调，互联网群组信息服
务提供者应对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
使用者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建立
信用等级管理体系，合理设定群组规
模，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并采取必要
措施保护使用者个人信息安全。

互联网群组成员在参与群组信
息交流时，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文
明互动、理性表达。该规定自 2017
年10月8日正式施行。

新华社北京 9月 7日电（记者
李亚红 王思北）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7 日印发《互联网用户公众
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提出，互联
网用户公众账号服务提供者应落实
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加强
对本平台公众账号发布内容的监测
管理，发现有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的，
应立即采取相应处置措施等。

在各类社交网站和客户端开设
的用户公众账号，如腾讯微信公众
号、新浪微博账号；百度的百家号、网
易的网易号，今日头条的头条号、一
点资讯的一点号；在知乎、分答等互
动平台开设的对公众答复的用户公
众账号等，均在本规定适用范围内。

当前，一些互联网用户公众账
号信息服务提供者落实管理主体责
任缺失，部分用户公众账号使用者
传播低俗色情、暴力恐怖、虚假谣

言、营销诈骗、侵权盗版等信息，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序
良俗，社会反映强烈。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服务提供者应
落实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要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
员和技术能力，设立总编辑等信息
内容安全负责人岗位，建立健全管
理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服务协
议和平台公约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
号依法依规立即处理等。

对于公众号未经授权转载文章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定要求，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使用
者应当遵守新闻信息管理、知识产
权保护、网络安全保护等法律法规
和有关规定，依法依规转载信息，
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该规定自
2017年10月8日正式施行。

国家网信办要求微信群等群主应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谁建群谁负责 谁管理谁负责
并将加强对互联网公众号发布内容的监测管理

这是 2017 中阿博览会高新技
术及装备展上展出的多用途无人机

（9月7日摄）。
2017 中阿博览会高新技术及

装备展于 9 月 6 日至 9 日在宁夏银
川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览总面积
5000平方米，有来自全国 126家参
展单位的近 200件展品参展，主要
展示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和高新
技术企业的技术与装备，涵盖核能
利用、卫星通信、智能制造、生物
技术、资源环境、新材料、医疗器
械与中医药、现代农业等多个板
块。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 摄）

高新技术装备
亮相中阿博览会

新华社北京 9月 7日电 （记
者陈菲） 记者获悉，近期多地警
方接到报案，有境外不法分子利
用假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检察院”网站上设置的“通
缉令”“案件讯息公开网”等栏
目，威逼诱骗投资者以资产清查
为名实施诈骗。目前已有部分群
众上当受骗，给个人带来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接到相关
报案后已正式立案并正在全力抓
紧侦破案件。

为防止广大公民继续受骗，
最高检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系最
高人民检察院在互联网上设立的
检察公务网络平台，受法律保
护，不得非法侵害。该网站域名为
www.spp.gov.cn。最高人民检察院
网站不发布“执法追缉令、全国通
缉令”，也没有“案件讯息公开网”
等查询功能。凡是以其他域名显示
的所谓“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
站”，均属假冒。请广大群众相互转
告，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谨防上当
受骗，如有疑惑，可向当地检察
机关、公安机关等询问或直接拨
打110电话报警。

要严防不法分子假冒
最高检官网实施诈骗

新华社北京 9月 7日电 （记
者熊丰 陈菲） 记者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获悉，2013 年以来，我国
检察机关办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案件 632 件。检察机关与相关部
门紧密配合，成功办理了一批涉
外职务犯罪案件，从境外追逃
174 人，追缴涉案资产人民币 19
亿元。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
对外司法检察交流合作过程中，
中国检察机关与外方就打击和防
范包括网络、腐败、洗钱犯罪、

恐怖主义、毒品犯罪达成高度共
识，取得良好打击效果。

近年来最高检积极推动有关
刑事司法协助个案和敏感问题的
解决。其中在加强与新加坡执法
司法机构磋商协作中，使潜逃新
加 坡 4 年 之 久 的 “ 百 名 红 通 人
员”2 号人物李华波被成功遣送
回国。

据悉，党的十八大以来，最
高检通过交流互访，共与 19个国
家司法机关签署了 24 份合作协
议、合作谅解备忘录、合作计划。

2013年以来

我国从境外追逃174人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德国总
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德关系
保持高水平发展势头。不久前，
我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期间
同总理女士就推进中德全方位战
略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

通协调达成了新共识。中德合作
的意义早已超越双边范畴，为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方
愿同德方继续在多边框架内携手
合作。

默克尔表示，习主席今年 7
月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对德中
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国政

治、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日
益密切。德方希望同中方就重大
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沟通协
调。

两国领导人就朝鲜半岛局势交
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
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坚定维护国
际核不扩散体系，坚定维护东北亚
和平稳定。事实一再证明，朝鲜半

岛问题最终只能通过包括对话协商
在内的和平方式解决。这需要国际
社会共同努力。

默克尔表示，德方支持通过政
治方式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赞同推动有关各方重回对话谈判的
轨道。德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
调，争取尽早找到和平解决朝核问
题的办法。

习近平应约同默克尔通电话
两国领导人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
（记者陈聪 刘宏宇） 秋老虎来
袭，防晒品不可少，但问题产品
乃至假冒产品却时有出现。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
通告称，标示为北京日蒙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娇云日化有限
公司、广州宝迪迅贸易有限公司
等21家企业生产 （代理） 的24批
次防晒类化妆品不合格。

据了解，经现场核查，标示
广州市梵蔻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紫云妃防晒乳、普宁市嘉宝日
用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红石榴精

华爱诺美白防晒霜、广州市艾雪
化妆品厂有限公司生产的倩雪鲜
汁芦荟水漾透白防晒露、广州葆
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方：
广州汇川润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产的海洋御露优白防晒
乳、广州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孕肌坊保湿防晒露、上海
欧雯丽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水
密码美白防晒露、广州市有喜化
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露兰姬娜防
晒露、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春纪美白防晒乳为
涉嫌假冒产品。

食药监总局发布通告称

24批次防晒化妆品不合格
多款产品涉嫌假冒

据新华社“雪龙”号 9月 7
日电（记者郁琼源） 中国第八次
北极科学考察队搭乘“雪龙”号
科考船 6 日成功穿越北极西北航
道，为我国开辟了北美经济圈至
东北亚经济圈的海上新通道。

北京时间 8 月 30 日 14 时 10
分，“雪龙”号进入戴维斯海峡，
途经巴芬湾、兰开斯特海峡、皮

尔海峡、维多利亚海峡和阿蒙森
湾，沿途克服航道曲折、浮冰密
集、冰山散布、海雾频现、冰区
夜航等诸多困难，历时 8 天，航
行 2293 海里，于北京时间 9 月 6
日17时40分进入波弗特海，完成
中国船舶首次成功试航北极西北
航道，为未来中国船只穿行西北
航道积累了丰富的航行经验。

“雪龙”号成功穿越北极西北航道

9月7日，小学生在消防队员和老师的协助下迅速撤离校车。
当日，上海普陀公安消防支队对接辖区东展小学开展“消防知识进

校园”活动，消防官兵为小学生详细讲解安全防范常识，组织师生进行
火灾疏散逃生演练。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消防知识进校园


